
沪皖牵手 共建园区
■ 本报记者 贾克帅

8 月 13 日， 走进位于马鞍
山青浦工业园的中钢诺泰长
材智能制造新厂区项目工地，
施工现场一派火热， 一座大
型钢结构生产厂房拔地而
起，蔚为壮观。 该项目总投
资 10 亿元 ， 去年底开工建
设， 目前办公楼、 厂房已封
顶，部分设备正在安装。

中钢诺泰长材智能制造项
目是马鞍山经开区项目落地和

园区建设的一个缩影。 与传统的
产业园不同， 该项目所在的马鞍山

青浦工业园， 由马鞍山经开区与上海
青浦工业园区共建。 2019年 12月 20日，

双方共同签订合作框架协议，在马鞍山经开
区合作共建马鞍山青浦工业园。 协议一经签
订，立刻吸引了海底捞智慧工厂、中钢诺泰长
材智能制造等多个项目签约落地。

近年来， 马鞍山市积极抢抓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国家战略机遇， 加快承接沪苏浙优质
项目， 探索打造 “长三角产业合作示范区”。
“十四五”期间，上海青浦区重点规划建设“青

浦新城”，上海青浦工业园区将实施产业转型
升级。 “上海青浦工业园许多企业面临搬迁，
经开区抓住契机，第一时间积极对接，做好承
接青浦园区的产业转移准备， 促成了跨省合
作园区的诞生。 ”马鞍山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
冯凯介绍， 马鞍山青浦工业园一期规划用地
2000亩，总投资 100 亿元，围绕打造长三角绿
色生态工业合作园区， 重点发展高端装备制
造、新能源及节能环保、绿色食品加工、电子
信息等产业。 去年年底，马鞍山青浦工业园被
授予全省首批“省际产业合作园区”。

走在马鞍山青浦工业园，仿佛置身于一
个大型工地，到处能感受到“只争朝夕”的十
足干劲。为加快园区共建步伐，今年 3 月份，
马鞍山经开区与上海青浦工业园区签署合
作共建协议， 细化利益共享合作机制；5 月
份，马鞍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驻上海青浦工业
园区办事处正式挂牌。

目前，马鞍山青浦工业园一期已入驻则
一科技、海底捞智慧工厂、御流智能包装、长
材智能制造、中钢粉体、长三角食品配套产
业园、汇源包装等7个项目，总投资68亿元，
占地610亩。今年，马鞍山经开区将继续加大
与上海青浦工业园区对接力度，加快承接产
业转移，力促产业集聚。

绿色工厂 智慧“大脑”
■ 本报记者 贾克帅

8 月 13 日上午， 记者乘车沿着马鞍山
老市区的幸福路一路前行，来到一座花园式
工厂。 工厂内设多个智能化生产管控部门，
可以实现“在线”“远程”“无人”操作，这就是
被称为马钢“最强大脑”的“马钢智园”。

“马钢智园”是去年马钢实施智能化改
造的成果， 是绿色发展与智慧制造的结合。
智园园区建筑面积 2.7 万平方米，内设马钢
运营管控中心、炼铁智控中心、生产服务中
心、马钢展示中心等 6 栋建筑。 几大中心的
运行，使马钢从“经验生产”向“数字工厂”转
变迈出了一大步。

“在这里面工作环境好，心情舒畅，效率
高，以前在车间只能看到车间的一部分生产
数据信息，现在可以全面掌握这些信息。”在
智园的炼铁智控中心布满大屏幕的大厅，操
作人员王斌专心盯着一块块集成各类数据
信息的巨型显示屏。 透过这些显示屏，铁前
生产的诸多环节都可以在此实时监测，精准
下达生产指令，进行远程管控。

“炼铁智控中心将各生产线的控制台集
中在此， 可以实现不同生产环节对标找差、
信息共享、横向协作，提升操作人员的技能，
同时系统与手机相连，随时随地可以查看数

据信息。 ”该中心项目技术负责人王阿朋介
绍，“中心使生产管控更加智能，机器代替人
力，操作更规范，避免了资源浪费，能耗明显
下降。 ”

据统计，“马钢智园”的新型智慧管控模
式实现了管理层级和人员的精简，大幅度提
升了生产效率和产能，无人化指数提升 10.3
个百分点，达到 47.6%。

“马钢智园”是宝武马钢“绿色发展、智
慧制造”价值理念的体现，也与马鞍山市打
造安徽的杭嘉湖、长三角的“白菜心”，坚持
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道路，推进绿色转型，
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契合。

去年以来，马鞍山市在全市推广宝武马
钢智能化改造经验，坚持把做实做强做优实
体经济作为主攻方向，加大智能工厂、数字
化车间建设，大力发展工业互联网，“传统制
造”加速向“高端智造”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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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长三角“白菜心”
■ 本报记者 夏胜为

去年 8 月 19 日， 习近平总书记
在马鞍山市考察时 ，作出 “把马鞍山
打造成长三角 ‘白菜心 ’”的重要指
示 ， 将马鞍山的发展层次 、 发展要
求 、 发展定位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
度 ， 在该市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大
的里程碑意义。

一年来， 马鞍山市把打造长三角
“白菜心”作为总遵循、总航向，将“白
菜心”的内涵具化为生态优、产业强、
活力足、城乡美、百姓富，以创建经济
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示范区为抓
手，实施生态环保、一体化发展、产业
转型、城乡融合、社会治理“五大提升
行动 ”，政治生态 、经济生态 、社会生
态、自然生态同步优化，环境质量持续
改善，长江岸线美丽蝶变。 今年上半年
该市 GDP 为 1222 亿元 ， 同比增长
14.6%，增速居全省第四。 战略性新兴
产业产值、 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分别
增长 41.8%、27.5%。

保护修复生态
守护一江清流

一场秋雨后， 长江之畔的马鞍山
薛家洼生态园，空气清新、江风送爽。
“以前这里脏得不得了，现在漂亮得不
得了！ ”家住附近的 65 岁居民王宗富
感慨。 曾经，薛家洼一带，是非法码头
和“散乱污”企业的聚集区，乱搭乱建、
污水横流。 经过整治，江面空阔清朗、
滩涂绿意葱茏， 成为百姓亲江亲水亲
绿的美丽岸线。

去年 8 月 19 日， 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薛家洼生态园 ， 实地察看长江
水势和岸线生态环境。 他强调，要增
强爱护长江 、保护长江的意识 ，实现
“人民保护长江 、 长江造福人民 ”的
良性循环 ，早日重现 “一江碧水向东
流”的胜景。

“对于马鞍山来说，没有生态优先，
就没有一马当先。 ”马鞍山市政府有关
负责人表示，打造长三角“白菜心”，首
先就是聚焦生态环保高水准， 打造生
态优的“白菜心”。 “这既是资源型城市
转型的迫切需要，更是打造‘白菜心’
的首要任务。 ”

一年来， 马鞍山市勇当长江大保
护的模范生， 坚持系统治理、 综合治
理、流域治理、源头治理、精准治理，一
体推进治污、治岸、治渔；促进生态价
值转化，加快推动生态产业化、产业生
态化，整合长江东岸等生态文旅资源，
打造长三角旅游胜地。

实现生态优，要啃“硬骨头”。 向
山地区是马鞍山的主矿区 、 城市的
发祥地 ，但由于长期矿产资源开采 ，
生态环境问题点多面广。 当前，马鞍
山市把向山地区综合整治作为创建
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示范区
的 “一号工程 ”，组建市 、区两级工作
专班 ，实施重点污染治理 、生态短板
补修等十大工程 ， 举全市之力打好
“向山大会战”。

今年，向山地区生态环境综合治
理项目成功获批国家首批 EOD（生态
环境导向的开发）试点项目。 矿山修
复、 基础设施提升等 36 个重点项目
拉开生态 “骨架 ”，智能制造 、节能环
保 、 文旅康养等新兴产业充实生态

“内涵”……向山地区正成为马鞍山打
造“两山”理念样板区的试验田。

全面绿色转型
同筑智造名城

“钢铁+智慧 ”，会擦出怎样的火
花 ？ 走进被誉为 “最强大脑 ”的马钢
智园 ， 一块块大型屏幕上数据滚动
更新 ，生产指令从这里精准下达 ，生
产现场实况尽收眼底 。 在宝武马钢
集团 ，越来越多的 “在线 ”“远程 ”“无
人 ”操作 ，实现生产从经验依赖到数
字驱动的根本性转变 ， 大幅度提升
了生产效率和产能。

“马鞍山以工业起家、 靠制造业
吃饭 ， 工业的基因深深融入这座城
市的血脉当中。 当前，我们正处在转
型升级的关键阶段 ，需要创新驱动 、
数 字 赋 能 ， 推 动 制 造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 ” 马鞍山市政府有关负责人表
示 ，要聚焦经济发展高质量 ，打造产
业强的“白菜心”。

一年来， 该市深入实施产业转型
提升行动， 勇当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
先锋军 ，强化 “双招双引 ”，今年上半
年新签约 20 亿元以上项目 24 个 ，其
中 50 亿元以上项目 8 个； 推进智能
化改造，在全市推广宝武马钢智能化
改造经验；推进改革创新，坚持“亩产
论英雄”， 对所有工业企业实行亩均
效益评价并强化结果运用，差别化配
置资源，做到扶优扶强、优胜劣汰，推
进 “标准地 ”改革 ，做到 “拿地即 开
工”，推动项目建设提速提效。 去年，
该市共 150 户低效企业转型或退出，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亩均税收平均较上
年度增长 10.88%。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带来重大机
遇。马鞍山市聚焦开放联动高水平，勇

当一体化发展的排头兵， 打造活力足
的“白菜心”。

新型功能区方面， 建设江宁-博
望新型功能区 ， 和南京市江宁区联
合招商 ；省际产业合作园区方面 ，合
作共建马鞍山青浦工业园等园区 ；
围绕南京 、合肥主导产业 ，加强产业
链招商 ，形成郑蒲港新区半导体 、慈
湖高新区通信通讯 、 经开区绿色食
品产业集群。 上半年，该市实际利用
省外亿元以上项目资金 、 签约亿元
以上工业项目中 ，来自沪苏浙地区的
分别占比 54.6%、54.3%。

增进民生福祉
共建生态福地

在马鞍山，全长 26.1 公里的慈湖
河被当地百姓称为“母亲河”。过去，由
于沿线生产生活污水无序排放， 造成
水体黑臭。如今，经过“矿山修复、源头
治污”“截污纳管、 雨污分流”“整治河
堤、完善设施”等综合治理，慈湖河告
别黑臭， 全部工程完成后水质将达到
地表Ⅳ类水标准。 步入慈湖河 1 号湿
地广场，放眼望去，长河蜿蜒、曲桥卧
波、风姿别具。 近处，美人蕉、再力花、
芦苇等水生植物让人赏心悦目。 “环境
好多了，我经常来这散步。 ”67 岁的王
必正老人高兴地说。

环境就是民生， 青山就是美丽 ，
蓝天也是幸福。 马鞍山市聚焦城乡建
设高颜值 ，打造城乡美的 “白菜心 ”，
聚焦人民生活高品质，打造百姓富的
“白菜心”。

一年来， 该市勇当城乡融合发展
的样板地。提升城市品质，加快建设全
国海绵城市建设示范城市， 全面推进
205 国道沿线 25.8 平方公里开发整
治，围绕宁马城际、巢马高铁建设优化

城市布局等；打造“城市大脑”，建成政
务服务“一朵云”，推进政务服务“一网
通办”、城市运行“一网统管”；推进乡
村振兴， 重点打造 7 个乡村振兴示范
片区，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全域建设美
丽乡村。

“让马鞍山的老百姓过上高品质的
生活， 是我们所有工作的出发点和落
脚点， 特别是马鞍山城乡居民人均收
入在安徽稳居第一， 更有责任和条件
在推动共同富裕上一马当先。 ”马鞍山
市政府有关负责人表示。

勇当推动共同富裕的先行区 ，该
市坚持共同富裕方向， 不断增进群众
福祉。如加快棚户区、老旧小区改造步
伐， 去年以来实施 76 个棚户区 1.2 万
户 109 万平方米改造， 今年老旧小区
改造数量达到 115 个， 改造数量和投
资规模居全省前列；扎实推进 33 项民
生工程， 每年办好 10 件市级民生实
事； 扩大优质公共服务供给， 抓好就
业、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养老等各
项社会事业， 获评全国居家和社会养
老服务改革试点优秀城市； 创新社会
治理，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
推深做实城乡网格化服务管理， 让群
众的安全感更有保障。

马鞍山市政府有关负责人表示 ，
“十四五”期间，将奋力打造长三角“白
菜心”，在推进长江大保护、打造现代
产业体系、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打造改
革开放新高地、 保障和改善民生上一
马当先，力争到“十四五”末，“白菜心”
建设取得突破性成果、 高质量发展走
在前列。

马鞍山市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建设“三地一区”的重大展示窗口———

长江岸线 美丽画卷
■ 本报记者 夏胜为

在马鞍山市西南、长江东岸，长江三矶
之一的采石矶，峭壁千寻、突兀江流，有“千
古一秀”之誉。 采石矶往北 4 公里，长江主
航道由江心洲西岸转向小黄洲东岸的转折
点，形成了一处天然港湾，名为薛家洼。 与
“千古一秀 ”为邻 ，这里的环境从曾经脏乱
差，“蝶变” 为美丽游园， 许多人来此 “打
卡”，近江亲水。

记者近日来到薛家洼生态园实地探访。
一场秋雨后，江风拂面，丝丝清凉。走上观江
平台极目眺望，苍穹之下，滚滚长江浩荡奔
流，蔚为壮观。 环顾岸线，满目翠绿，自然滩
涂 、水生树林尽收眼底 ，高树 、灌木郁郁葱
葱。沿着蜿蜒的游园步道漫步，一幅水清、岸
绿、景美的生态画卷迎面而来。

“这里风景真美， 我下次还要带孙子
来！ ”马鞍山市民王女士在风景优美的生态
园里游玩，不时拍照留影。

昔日脏乱差，今日美如画。过去，这里可

是“雨天满地泥、晴天满场灰”。 因自然条件
优越， 薛家洼一度是长江干流马鞍山段渔
民、渔船最集中的地段，也成为一些非法码
头和“散乱污”企业的聚集区。 经排查，该处
原有非法码头3家、“散乱污”企业7家、露天
固废堆场1个、规模化畜禽养殖场2个、危旧
民居99户、渔船223条。

整治突出问题，改善生态环境。 马鞍山
市在开展 “三大一强” 专项攻坚行动中，对
986亩薛家洼区域进行总体规划，组建拆违、
复绿、环保、渔民上岸 4 个专项工作推进组，
专班负责、对标对表推进，搬迁拆迁、种草植
树、修复江岸、建设游园步道，逐条逐项细化
整改措施，倒排工期、挂图作战。一个崭新的
生态园亮相长江岸边。

以薛家洼为突破口， 马鞍山市按照环境
整治、生态修复、水源地保护、防洪治理、景观
提升“五合一”思路，对长江东岸开展综合整
治。 如今，薛家洼、杨树林、采石矶、采石古镇
等一批湿地公园、游园与滨江生态绿廊“串珠
成链”，成为百姓亲江亲水亲绿的生态岸线。

�� 88 月月 1133 日日航航拍拍的的马马鞍鞍山山慈慈湖湖河河。。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李李博博 摄摄

荩 8 月 13 日拍摄的马鞍山市长江岸线滨江湿地公园。
本报记者 李博 摄

▲ 8 月 13 日，中国宝武马钢集团生产车间。
本报记者 李博 本报通讯员 张磊 摄

扫二维码
阅读更多内容


